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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璟璟璟璟、杨尚伟同志 

在全市安全生产紧急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2018年 11月 16日） 

 

 

赵 璟璟璟璟同志讲话 

 

经电话请示俊民市长同意，市政府决定召开这次电视电话会

议，主要目的是迅速传达贯彻省政府安全生产紧急电视电话会议

精神，深刻汲取“11.13”西安市重大道路交通安全事故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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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当前全市安全生产形势，安排部署安全生产及道路交通安全

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有效预防和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

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刚才，尚伟副市长对道路交通

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工作作了部署安排，大家要认真抓好贯彻落

实，下面，我再强调三点意见。 

一、务必汲取教训，高度警醒，从讲政治重民生的高度重视

安全生产工作 

今年以来，通过全市各级各部门的不懈努力和扎实工作，我

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元至 10 月，全市共发生生产安全事

故 16 起，同比上升 6.7%；死亡 21 人，同比下降 57.1%；受伤 6

人，同比下降 75%；直接经济损失 355 万元，同比下降 90.6%。

虽然全市安全生产总体稳定，但形势依然不容乐观。一是一是一是一是从行业

上来看，建筑施工领域安全事故大幅上升，元至 10 月，全市建

筑施工共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6 起，同比上升 100%；死亡 10 人，

同比上升 233.3%，给我们亮了红灯。道路交通领域生产安全事故

起数、死亡人数虽然实现了双下降，但“11.13”西安市重大道

路交通安全事故、“11.14”青银高速靖王段交通事故暴露出的问

题，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市农村道路等级低、路况差、坡陡弯

急、临水、临崖，参与农村客运车辆复杂，面包车非法载客比较

突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非常严峻，必须保持高度警醒，切不可

掉以轻心，盲目乐观；二是二是二是二是从省安委会三次督查和市安委会综合

督查反馈情况看，我市安全隐患量大面广，安全风险防控任务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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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一些地方、行业对安全生产重视不够，站位不高，泛泛安排、

流于形式，安全检查一查了之，工作文件一发了之，整治执法一

罚了之，隐患督办一挂了之，没有一竿子插到底，打通安全生产

管理的“最后一公里”。一些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安

全生产制度写在纸上，挂在墙上，重视在口头上，安全投入不足，

安全管理混乱，非法违法屡禁不止，违章指挥违规操作习以为常。

一些执法监管部门，失之以宽，失之以软，不敢动真碰硬，造成

一些隐患问题久拖不决，也加大了事故风险。三是三是三是三是从安全生产的

季节规律看，进入冬季，各类交通运输繁忙，各类生产经营建设

活动频繁，特别是受市场季节性影响，企业抢工期、赶进度、增

效益意愿强烈，加之受冬季天气影响，诱发事故的因素增加。同

时，受当前机构改革、年终考核等因素影响，安全生产工作极易

出现松懈。各县区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清醒认识当前

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认真贯彻近期中省市关于安全

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不断强化底线思维、红线意识，深刻汲取

教训，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安全生产高于一切”的理念，结合实际深

入分析当前安全生产规律特点，超前研判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隐

患，加强组织领导，落实主体责任，采取更具针对性的管控措施，

严防各类事故发生。 

二、务必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持续加强安全生产风险管控 

要以安全生产四项攻坚行动、集中执法行动、大培训活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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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安全大排查大整治为重点，切实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

监管，查大风险、除大隐患、防大事故。 

一要扎实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大整治大排查一要扎实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大整治大排查一要扎实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大整治大排查一要扎实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大整治大排查。。。。要按照“分级负

责、属地管理”的原则，始终抓实抓牢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和

风险管控。各县区政府、公安交警、交通运输部门要立即牵头对

全市高速路、国省道、县乡村道损毁路段、危桥险路、隧道等进

行一次地毯式、拉网式全面排查，逐级逐项登记建档，建立隐患

数据库，分级落实管理责任、整治方案、资金和措施，限期治理

到位。要整合公安交警、交通运管、路政等执法资源和力量，全

警全员上路，切实加大对非法营运车辆的查处力度，持续规范道

路交通秩序。要加强协作，完善应急预案，科学研判形势，落

实各方职责，对出现的恶劣天气，必须快速反应，果断处置，

全力做好极端天气应对工作。 

二要坚决遏制建筑施工事故高发态势二要坚决遏制建筑施工事故高发态势二要坚决遏制建筑施工事故高发态势二要坚决遏制建筑施工事故高发态势。。。。要持续深入开展建筑

施工安全攻坚行动，加强对大型起重机械、脚手架、深基坑、用

电、工房等安全管理和隐患排查，重点整治无资质承揽建设工程、

非法转包分包、作业现场管理不到位、监理单位履职不到位、高

空作业安全措施不落实等问题，严厉打击无资质承揽建设工程、

非法转包分包等行为，督促企业落实寒潮、大风、雨雪冰冻恶劣

天气防范措施，确保冬季施工安全。 

三要做好冬季防火和防煤气中毒工作三要做好冬季防火和防煤气中毒工作三要做好冬季防火和防煤气中毒工作三要做好冬季防火和防煤气中毒工作。。。。要认真落实省市火灾

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针对冬春季火灾特点，以人员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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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和火灾高风险场所为重点，全面开展火灾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行动。要加强对群租房、歌舞厅和“三合一”（即人员住宿与加

工、生产、仓储、经营等场所混合在同一建筑内的情况）等高风

险场所的夜间错时制检查。县区要督促乡镇、社区做好入户火患

排查，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和用电、用火、防煤气中毒安全知识的

宣传教育。 

四要加强四要加强四要加强四要加强矿山安全和矿山安全和矿山安全和矿山安全和危爆品监管危爆品监管危爆品监管危爆品监管。。。。要深入开展煤矿安全攻坚

行动，强化对冲击地压、瓦斯、水害、火灾、冒顶等重大灾害的

治理，严厉打击“五假五超”（指煤矿假整改、假密闭、假数据、

假图纸、假报告，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超层越界、证件超

期仍然组织生产的违法违规行为）、无证开采、边建设边生产等

非法违法行为，深入开展非煤矿山专项整治，重大隐患未消除的

煤矿一律不得恢复生产。要扎实开展烟花爆竹“三超一改”（即

超范围、超定员、超药量，改变厂房用途）专项治理，全面加强

危险化学品、民爆器材、烟花爆竹等各环节的监督管理。要加大

对特种设备安全监管，不符合安全要求的一律停用，并按规定处

理。 

五要统筹抓好其他行业安全监管五要统筹抓好其他行业安全监管五要统筹抓好其他行业安全监管五要统筹抓好其他行业安全监管。。。。工贸行业要深化粉尘涉

爆、有限空间作业等专项整治。水上交通、电力、旅游、学校、

燃气、铁路等行业领域也要结合实际开展针对性安全专项整治，

严防事故发生。 

三、务必抓实企业生产安全主体责任，确保安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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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倒逼落实主体责任一要倒逼落实主体责任一要倒逼落实主体责任一要倒逼落实主体责任。。。。各县区、行业主管部门要扎实推进

安全生产集中执法行动，对辖管内的所有企业，逐一明确监管执

法责任，对执法检查中发现未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要督促

其立即整改，做到检查一家，完善一家，提高一家。要从严执法，

对拒不履行主体责任的企业，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给予上限处罚，

绝不能姑息迁就纵容成患。 

二要夯实企业全员岗位责任二要夯实企业全员岗位责任二要夯实企业全员岗位责任二要夯实企业全员岗位责任。。。。要严格对照《安全生产法》，

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度，特别是要对企业岗位安全

生产责任清单，企业管理人员、职能部门、车间班组、各工种岗

位安全生产责任熟知度、安全工序等熟悉情况进行扎实认真检

查，杜绝写在纸上、挂在墙上现象。 

三要强化企业教育培训责任三要强化企业教育培训责任三要强化企业教育培训责任三要强化企业教育培训责任。。。。要将深入推进安全生产大培训

活动和安全生产集中执法行动结合起来，将培训不到位作为最大

的隐患，纳入执法范畴。企业中层以上干部、班组长、新员工、

转岗员工和临时工等人员必须实行安全生产培训全覆盖。企业主

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必须经过安全培训，经

有关部门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 

四要落实企业隐患治理责任四要落实企业隐患治理责任四要落实企业隐患治理责任四要落实企业隐患治理责任。。。。各企业都要建立安全生产隐患

全员排查、登记报告、分级治理、整改销号制度，形成企业内部

隐患排查治理闭合环路。依法监督企业严格实行红、橙、黄、蓝

安全生产四级管制，着力构建企业安全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整治

双重预防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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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取“11.13”西安市重大道路交通安全事故教训，举一反

三，迅速掀起今冬明春以道路交通安全大排查大整治为重点的安

全生产工作落实、推进高潮，是促进全市冲刺年度目标任务的基

本保证。各县区、各部门都要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

决全面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落实“党

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的责任制度，以高度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认真贯彻近期中省市安全生产会议精神和决策部署，夯

实各级党委政府及领导干部的领导责任、有关单位的行业责任，

企业的主体责任，强化督查，严格问责，切实把安全责任落实、

事故预防、执法监管等具体工作扛在肩上、抓在手上、落在行动

上。我相信，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有效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

生，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我们全年的发展目标任务

就一定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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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尚伟同志讲话 

 

按照会议安排，我就开展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大排查大整治活

动，讲五点意见： 

一、深刻汲取西安“11.13”事故教训，切实增强做好道路

交通安全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 

今年以来，按照市委、市政府的总体要求，全市道路交通安

全工作以“降事故、减伤亡、保安全、保畅通”为目标，部署开

展道路交通安全攻坚行动，启动实施道路交通安全三年行动方

案，推进道路交通风险防控常态化治理，截至目前，全市道路交

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均呈下降态势，其中事故起数减少 51 起、

同比下降 2.81%；死亡人数减少 23 人，下降 12.64%；未发生较

大以上事故，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但进入秋冬季节

后，道路交通亡人事故呈多发态势，特别是 11 月以来，全市已

发生道路交通亡人事故 9 起、死亡 9 人，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上

升 50%、28.57%，这再一次为我们敲响了道路交通安全的警钟。

特别是，大前天发生的西安“11.13”重大事故，使当前道路交

通安全形势陡然紧张，前天下午，青银高速靖王段又发生一起道

路交通事故，一辆大型客车由于下雪路滑发生侧翻，造成 2 人死

亡、2 人经抢救无效死亡，这两起事故警示我们，道路交通安全

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放松！ 

我市虽然没有发生较大以上道路交通事故，但通过对亡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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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进行梳理分析，全市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工作仍然存在四个方面

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一是开展道路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力一是开展道路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力一是开展道路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力一是开展道路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力

度不足度不足度不足度不足，，，，个别地方对道路路面残损、防护设施缺失、标志标线不

清，以及急弯陡坡、临水临崖、桥梁隧道等路段存在的安全隐患

发现不及时、排查不彻底、整改不到位，隐患排查治理还没有达

到“清零”要求。比如比如比如比如，，，，高新区创新路由于警示标志标牌和减速

设备设置少，今年以来事故频发，公安交警部门多次向道路管理

责任单位（高新区管委会）提出治理建议，但隐患一直未得到根

除。二是道路交通安全执法管理存在漏洞二是道路交通安全执法管理存在漏洞二是道路交通安全执法管理存在漏洞二是道路交通安全执法管理存在漏洞，，，，部门联合执法机制和

共治合力尚未形成，查处交通违法的针对性不强、威慑力不足，

超员超载、疲劳驾驶、酒驾醉驾以及农村面包车、农用车非法载

人和超载等问题还比较突出，高速路不按规定行驶、超速驾驶、

违规停车屡见不鲜。三是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还不到位三是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还不到位三是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还不到位三是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还不到位，，，，部分

运输企业、生产企业驾驶人安全教育流于形式，车辆日常维护保

养走过场，动态监控制度不落实，车辆带病上路、违反安全行驶

规定的问题时有发生。四是一些部门和单位对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四是一些部门和单位对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四是一些部门和单位对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四是一些部门和单位对道路交通安全工作

仍然抱有侥幸思想仍然抱有侥幸思想仍然抱有侥幸思想仍然抱有侥幸思想，，，，责任意识不够强，监管职责落实不力，政府

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力量参与的道路交通安全齐抓共管机制还

不够健全。对于以上这些问题，各县区、各部门一定要高度重视，

清醒认识当前的严峻形势，深刻汲取西安“11.13”重大道路交通

事故教训，居安思危、以此为鉴，本着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高度负责的态度，认真研判当前本辖区、本行业道路交通安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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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结合正在开展的道路交通安全三年行动和冬季百日攻坚行道路交通安全三年行动和冬季百日攻坚行道路交通安全三年行动和冬季百日攻坚行道路交通安全三年行动和冬季百日攻坚行

动动动动，以隐患排查整治为重点，制定切实可行的大排查大整治方案，

坚持问题导向、迅速动员部署，精心组织开展好这次道路交通安

全大排查大整治活动，切实把““““查隐患查隐患查隐患查隐患、、、、抓整治抓整治抓整治抓整治、、、、防事故防事故防事故防事故、、、、保安保安保安保安

全全全全””””各项要求落到实处，坚决杜绝重特大事故发生。 

二、聚焦源头防范，狠抓狠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隐患就是事故，查不出隐患就是失职。各县区各县区各县区各县区、、、、各部门各部门各部门各部门要把

隐患排查治理作为有效遏制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多发频发的治

本之策，深入持续排查治理源头隐患。一一一一是集是集是集是集中排查治理重点道中排查治理重点道中排查治理重点道中排查治理重点道

路隐患路隐患路隐患路隐患。。。。各县区要按照市政府近期印发的《安康市道路交通安全

工作三年行动方案》要求，对全市 2013 年以来道路交通事故多

发点段和公路隧道安全隐患进行全面排查，对目前尚未完成治理

任务的逐一分析原因，分门别类建立工作台账，制订治理计划，

明确治理时限和责任，务必确保2018年完成隐患治理的80%以上、

2019 年完成 90%以上、2020 年全部完成治理任务。特别是要以国国国国

省道交叉路口安全隐患和城乡结合部省道交叉路口安全隐患和城乡结合部省道交叉路口安全隐患和城乡结合部省道交叉路口安全隐患和城乡结合部、、、、农村公路交通安全设施缺农村公路交通安全设施缺农村公路交通安全设施缺农村公路交通安全设施缺

失问题失问题失问题失问题为重点，全面开展排查梳理，落实治理措施，确保治理到

位。二是集中排查治理重点车辆二是集中排查治理重点车辆二是集中排查治理重点车辆二是集中排查治理重点车辆及驾驶人隐患及驾驶人隐患及驾驶人隐患及驾驶人隐患。。。。要紧盯“三客一

危一货”等重点车辆及驾驶人，切实落实属地责任、属事责任，

持续推进提升车辆检验率、报废率、违法处理率和驾驶人审验率、

换证率。截止目前，我市共清理 1515 辆重点车辆和 999 名重点

驾驶人隐患，下一步，各县区、各相关部门要结合当前正在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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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排放老旧车淘汰工作，持续推进重点车辆及驾驶人隐患治

理，确保隐患清零率保持在 100%。三是集中排查治理重点企业管三是集中排查治理重点企业管三是集中排查治理重点企业管三是集中排查治理重点企业管

理隐患理隐患理隐患理隐患。。。。要以客货运企业、危化品运输企业为重点，按照“不漏

一企、不漏一车”的要求，由交通由交通由交通由交通运输运输运输运输部门牵头部门牵头部门牵头部门牵头、、、、相关部门配合相关部门配合相关部门配合相关部门配合，，，，

联合开展上门检查，督促落实主体责任，严查各运输企业安全制

度以及车辆 GPS 动态监控等安全措施落实情况，对各类安全隐患

限期“清零”。 

这里我强调一下这里我强调一下这里我强调一下这里我强调一下，，，，今年 3月，市交安委印发了《安康市 2018

年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方案》，已对全市道路交通安

全隐患排查整治作出了安排部署，会后，请市交安委办公室市交安委办公室市交安委办公室市交安委办公室立即

派出工作组，分赴各县区开展明察暗访。这次明察暗访，既要对

有形隐患（人、车、路等隐患）的排查整治情况进行督查，还要

深挖严查无形隐患（工作重视不足、监管措施不硬、监管执法不

严、整改落实流于形式等隐患）的排查整治情况，要在全市形成

一个导向，即即即即：：：：不不不不是等事故发生了才追究责任是等事故发生了才追究责任是等事故发生了才追究责任是等事故发生了才追究责任，，，，而是要把隐患当而是要把隐患当而是要把隐患当而是要把隐患当

做事故来对待做事故来对待做事故来对待做事故来对待，，，，对隐患排查不到位对隐患排查不到位对隐患排查不到位对隐患排查不到位、、、、治理不到位治理不到位治理不到位治理不到位、、、、整改不到位的整改不到位的整改不到位的整改不到位的，，，，

一律从严执法处罚一律从严执法处罚一律从严执法处罚一律从严执法处罚、、、、从严追究责任从严追究责任从严追究责任从严追究责任。。。。 

三、紧盯关键环节，持续深化道路交通秩序整治 

要围绕道路交通安全的关键环节，持续开展各类整治行动，

严查严处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切实管出规矩、管出秩序、管出安

全。一一一一要集中开展农村面包车治理统一行动要集中开展农村面包车治理统一行动要集中开展农村面包车治理统一行动要集中开展农村面包车治理统一行动。。。。针对学生上下学、

施工人员集中运送、农村赶集、婚丧嫁娶等重点时段，增加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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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结合部路面警力部署，严查面包车超员等违法行为，坚决做

到“零容忍、严处罚、不手软”。要充分发挥农村交通安全劝导

站的作用，依托劝导站对各类农村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开展安全大

劝导，严防群死群伤恶性事故发生。二要持续开展酒驾醉驾整治二要持续开展酒驾醉驾整治二要持续开展酒驾醉驾整治二要持续开展酒驾醉驾整治

行动行动行动行动。。。。针对冬春季节酒驾易发特点，扎实开展打击酒驾醉驾专项

行动，拓展整治区域，延长整治时段，联勤联动联治，始终保持

对酒驾醉驾严查严管的高压态势。三要深入开展公路行车秩序严三要深入开展公路行车秩序严三要深入开展公路行车秩序严三要深入开展公路行车秩序严

管行动管行动管行动管行动。。。。以国省道、县乡道路为主攻方向，以事故多、秩序乱的

重点路段为突破口，紧抓“三客一危一货”重点车辆，严查超速

超载、逆行、占道行驶等严重违法行为。各县区要对辖区施工路

段开展针对性的巡查检查，对超速、超载、野蛮驾驶的渣土车、

水泥罐车及工程车要从严从重处罚，安康决不允许出现“疯狂渣

土车”！四要切实加强恶劣天气交通应急管理四要切实加强恶劣天气交通应急管理四要切实加强恶劣天气交通应急管理四要切实加强恶劣天气交通应急管理。。。。要提前做好应对

恶劣天气交通应急管理的预案准备、警力准备、物资准备，严防

被第一场雾、第一场雪打个措手不及。遇有极端恶劣天气，要督

促客运企业暂停受影响班线，提前预警引导公众减少恶劣天气出

行。各级公安交警和交通运输部门各级公安交警和交通运输部门各级公安交警和交通运输部门各级公安交警和交通运输部门要密切协作、全线联动，严防

发生多车相撞事故和长时间、大面积交通拥堵。  

四、突出重点群体，切实强化安全警示宣传教育 

各县区各县区各县区各县区、、、、各部门各部门各部门各部门要大力开展冬季道路交通安全宣传冬季道路交通安全宣传冬季道路交通安全宣传冬季道路交通安全宣传，结合

“122 全国交通安全日”主题宣传活动，深入开展安全出行常识

和驾驶技能的普及宣传，教育引导文明出行、守法驾驶；要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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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开展事故警示教育活动事故警示教育活动事故警示教育活动事故警示教育活动，以交通违法多、征信评分低、有事

故记录的运输行业驾驶人和客货运企业负责人为重点，以包茂高

速“8·26”、咸阳“5·15”、京昆高速“8·10”、西安“11·13”

事故和其他典型事故为案例，集中开展一次安全警示再教育，认

真分析事故成因和预防对策，全面提升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和应急

能力。大排查大整治期间大排查大整治期间大排查大整治期间大排查大整治期间，，，，要在国省干线、县乡道路和高速公路

投放交通安全提示标语；要通过新媒体、安全提示短信等多种形

式，定期推送道路交通安全提示警示信息，恶劣极端天气下要加

大推送的频次和密度；要大力推进“文明交通行动计划”，每周

集中曝光一批典型事故案例和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公布一批严重

违法驾驶人名单，曝光一批主体责任不落实的企业及相关责任

人，依法予以惩戒，在全社会形成强大震慑力。 

五、从严问责追责，砸实夯牢安全管理责任 

为确保道路交通安全三年行动方案的贯彻落实，根据省政府

有关文件精神，市政府配套制定了《落实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工作

三年行动方案追责问责办法》。《办法》对各县区、各相关部门

承担的工作职责以及失职追责等情形进行了明确，其中规定：辖辖辖辖

区发生一次死亡区发生一次死亡区发生一次死亡区发生一次死亡 3333 人以人以人以人以上较大道路交通责任事故的上较大道路交通责任事故的上较大道路交通责任事故的上较大道路交通责任事故的，，，，由市交安委由市交安委由市交安委由市交安委

主任约谈县区交安委主任主任约谈县区交安委主任主任约谈县区交安委主任主任约谈县区交安委主任。。。。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不折不扣地落

实追责问责规定，今后凡是发生较大以上道路交通责任事故的，

都要启动深度调查，严肃追责问责。在大排查大整治活动期间，

安监安监安监安监、、、、公安公安公安公安、、、、交通等部门交通等部门交通等部门交通等部门要迅速抽调力量成立排查整治工作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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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深入安全隐患多、发生事故多的重点地区开展专项督查；各各各各

县区分管领导县区分管领导县区分管领导县区分管领导要深入到重点路段、重点企业、重点部位进行现场

督导，对发现的问题，要责令限期整改、一抓到底；各级执法部各级执法部各级执法部各级执法部

门门门门要铁腕执法，对违法违规的必须铁面无情、从严打击，宁听骂

声、不听哭声，坚决把事故消除在萌芽阶段。 

同志们，防范胜于救灾、责任重于泰山。请大家一定要牢固

树立安全意识和底线思维，时刻绷紧道路交通安全这根弦，坚决

做到““““不麻痹大意不麻痹大意不麻痹大意不麻痹大意、、、、不心存侥幸不心存侥幸不心存侥幸不心存侥幸、、、、不玩忽职守不玩忽职守不玩忽职守不玩忽职守””””，时刻保持““““命命命命””””

字在心字在心字在心字在心、、、、““““严严严严””””字当头字当头字当头字当头、、、、““““实实实实””””字落地字落地字落地字落地，紧盯事故预防，狠抓隐患

整治，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为建设西北生态经济强市创造

安全稳定的道路交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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